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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已在 9 月 4 日舉行。為著能更加了解本屆立法會選

舉候選人對推動香港的職業健康政策的發展意向，中心整理了多年來我們所關

注的職業健康政策及改善倡議重點，然後在 8 月份向各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發出邀請信函，讓他們回應是否支持改善香港的職業健康政策。可惜的是，中

心收到的回覆並不多，顯示是屆的候選人對於香港的職業健康政策及發展並未

有太大的關注；而在當選的立法會議員中，更只有一位回覆支持我們的倡議！

然而新一屆的議員名單已塵埃落定，中心將主動接觸各議員介紹中心的服務及

推動職業健康的立場，期望新當選的議員能夠認同中心多年來的工作，一同協

力將改善香港職業健康的聲音帶入議會。

  另外，人力資本及釋放勞動力為社會近年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中心藉今

年的週年大會暨職業健康研討會，便開展了有關人力資本提升的討論。我們更

會在本期的職業健康，總結不同講者的分享內容及回應嘉賓的討論重點，從而

探討如何協助受傷僱員重回勞動市場，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在世界前線的資訊中，中心亦分析了休息時間對僱員的影響，以及比較不

同國家與香港在休息政策的訂立及推行情況，以供讀者和各界人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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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題 1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已於 2016 年 9 月 4 日舉行完畢，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亦已塵埃落定。坊間正熱切地

討論不同政黨的優勝劣敗，預測來年議會的激烈狀況。然而，香港的職業健康預防和職業康復問題則未為人

所重視。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對政府

的工作提出質詢。因此，本中心特意從一直倡議的各項與職業健康預防及工傷康復有關的政策及措施中，選

取了六個重點 ( 見附件一 )，並於 2016 年 8 月 16 日發送至 214 位立法會候選人 ( 共有 272 位參選人，當中

共有 58 位候選人並沒有提供任何聯絡資料 )，希望搜集各政黨及候選人的意見和回應。然而，截至 2016 年

8月 26日，214位候選人中，中心只接收到8個回覆。當中5個回覆為候選人以個人名義回覆 (包括：黃潤達、

潘兆平、曾健超、關銳煊、葉建源 )。而 3 個回覆是以政黨名義回覆 ( 工黨、新民黨、民主黨 )。

中心回應及未來關注

    我們感到遺憾。因為對比起中心在 2012 年 8 月進行類似的意見查詢，今年所收到的候選人回覆明顯較

上次少。當中，以個人名義回覆的候選人中，4 位支持中心的論點並願意納入參選政綱的卻同告落選！究竟

是本屆選舉的情況激烈，各候選人因告急而落力拉票，因而對工傷康復及預防的議題有所忽略？還是其他原

因呢 ? 本中心無從探究！至於競選結果，除功能界別中勞工界別的三位議員外，就只有郭偉強議員 ( 過往的

勞工界別至今屆的地方直選 ) 是來自關注勞工問題的工會組織，相信對中心於日後推動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

政策倡議有一定的影響。

    然而，職業安全健康及工傷康復的問題其實是每位香港市民都需要關注的。根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直

至 2015 年底的人口共有 7,324,300 (1). 當中，男的勞動人口佔 1,995,000，女性的勞動人口則有 1,914,000。

作為上班一族的我們，一定希望能夠每日安全地工作，開心地下班。因此，關注職業健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議題，亦是每一位在職人士需要注意的事項。

    作為一所於社區推動職業健康及關注工傷康復問題的社會服務機構，中心會積極聯繫新一屆的立法會議

員，反映中心於職業安全健康的立場，一同關注本港僱員的需要。於立法層面，希望透過議員向政府部門查

詢有關問題；在適當的時候，更希望新一屆的議員能協助及支持於法例上的修訂，全面檢討《職業安全及健

康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

中心提出的六大重點：

關注職業康復

1) 改革及檢視現時僱員補償制度

要求改變現時過分倚賴公營醫療部門負責康復支援的做法；引入跨專業、沒有利益衝突的職業復康計劃；

可參考內地的做法，為每個項目訂立規範和標準。

立法會選舉：議員對職業健康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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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工傷個案推行個案管理 / 殘疾管理模式

透過個案 / 殘疾管理，加強僱主在協助工傷工友重返社會、重投工作及預防再次受傷等方面的承擔和參

與。

3) 促請勞工處擔當主動的角色

設立專職團隊協助、處理、跟進及協調職業傷病工友工傷後遇到各項有關補償及勞工權益的問題，確保

其工傷問題能按法例規定得到妥善處理。

職業健康預防

1) 嚴格監管大型基礎建設工程及樓宇檢驗維修計劃

政府應加強大型基建工程承辦商安全管理體系的實施和成效的監察，防止各承辦商為追工程進度趕工而

不惜忽視員工的職安健保障，結果導致意外頻生；同時亦要加強樓宇檢驗維修等小型工程的巡察力度，

以避免因缺乏監管致使工人忽視職安健的重要性，引致不必要的人命傷亡。

2) 檢討《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政府應履行檢討實施將近 20 年的第 509 章《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責任，特別需要因應

一日千里的科技發展，檢討第 509B 章《職業安全及健康（顯示屏幕設備）規例》，與時並進，為僱員的

職安健提供最及時、最有效的保障。並同時希望立法會緊密留意和關注勞工處對相關法例的執行及監督

情況。

 ( 資料整理：鄧敏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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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題 2

職業健康研討會 -

   「從補償到康復人力資本提升之道」
引言：

    近年，香港人口老化持續、勞動人口下降是經常被討論的社會議題。工傷意外發生而引致部分工傷個案

未能適時重返工作亦是其中一個影響勞動人口下降的因素。遠在 1953 年成立的僱員補償條例亦廣被各持份

者如：勞工團體、專業的康復醫護人員等認為是不合時宜、偏重於補償而忽略復康及重返工作對工傷工友的

重要。遺憾是保障工人職業健康、檢視及修訂僱員補償條例並不被現屆特區政府、勞工處視為重點改善的項

目。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 致力保障職業健康的民間團體，藉着第三十一屆周年大會，舉行「從補償到康復人

力資本提升之道」的職業健康研討會；邀請到醫院管理局人力資源部高級經理陳蘇美娟女士、中國飛機服務

有限公司高級安全及環境主任吳思聰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副教授陳根錦博士擔任講者。

    3 位嘉賓講者分享過程中，分別談及醫院管理局的工傷預防及重返工作支援；本地企業  - 中國飛機服務

有限公司在機構實施康復計劃的挑戰，以及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香港職業傷病補償及康復制度。3 位嘉賓的

分享重點總結出：

1) 人口老化的問題，特別對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員工的健康造成影響，

2) 訂立法例，讓各持份者可以依據執行，於適當的時間協助工傷員工重返工作，

3) 為高危行業設計合適復康計劃，鼓勵員工或僱主參與，

4) 成立中央職業傷病補償基金制度。研討會中更設有討論環節，邀請

了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吳慧儀女士、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李慧

敏女士、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康復項目經理鄧敏儀女士聯同 3 位嘉賓

講者一起作深入的討論。

提倡成立中央補償金 ?

    對於成立中央補償基金制度，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吳慧儀女士 ( 以下簡稱吳女士 ) 表示於 2012 年特區

政府行政長官選舉中，工會團體已要求成立中央補償保險制度，而當時的參選人政綱內建議成立一個專責小

組去跟進一些高危行業僱員的補償、康復及預防的問題。然而，縱使潘兆平議員曾兩次催促政府成立小組，

最終亦未能成事。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李慧敏女士 ( 以下簡稱李女士 ) 提出僱員補償條例自成立以來並沒有作任何修訂，

補償項目及重點早已不合時宜，就以醫療費用每天上限為港幣 200 元為例，金額並不足以支持讓工傷工友尋

求私家的診斷及治療。與此同時，一些僱主因介意員工的病假時期太長，而提出對員工的質疑、不承認。而

私營的保險公司遂安排員工到轄下的私家醫生進行診斷，可惜部分工友被診斷為不需要那麼長的工傷病假，

而被暫停工傷病假薪金的發放。種種的情況不單讓工傷個案承受莫大的壓力，最終期望透個訴訟獲得合理的

賠償。由此可見，條例的落伍不單未能全面保障工傷工友，人力資本更因此而持續下降。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第三十一屆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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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不合時宜的賠償條例，提倡中央補償制度是提昇人力資本的可行辦法。參考外國的做法，設立法定

的工傷裁決權，如果僱主有質疑工傷，不只是同保險公司合作，而由政府去處理，可減少無謂的爭拗。

面對工傷的賠償，如何克服及鼓勵員工重返工作、提昇人力資本 ?

    持續的病假和律師不復工的建議，讓部分受傷工友擔心賠償金額減少而不願意重返工作。

    吳女士表示其實有些員工是非常盡責的，受傷後因擔心人手不夠而期望可以盡快復工。而公司對員工亦

非常關心，於病假期間安排專人跟進及家訪，作出過渡期工作的安排，例如：縮短工作時間，由每天做 3 至

4 個小時開始、或做一些輕工的安排，逐漸讓受傷工友感受到部門的接納，亦避免因工作再意外受傷。而醫

院管理局的陳女士亦重申早期的跟進、適切的診斷治療、有專業人士跟進及聯繫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個案經

理的安排讓工友可以去到不同崗位裏工作，要關懷受傷員工的心理，讓同事感受被關懷，避免向公司提出控

告。與此同時，工傷工友於復工的過程中，其直屬上司或主管都同樣需要關懷。

    而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高級安全及環境主任吳思聰先生亦分享到重視關心員工、了解員工背後的情況

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一些需照顧小朋友的員工，暑假亦會影響同事復工的原動力。對於協助員工重返工作，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會作出跨部門的合作。讓受傷的同事因應傷患情況及復原的進展獲得合適的工作安排，

而公司亦可舒緩人手緊張的問題。

    從 3 位嘉賓的回應，法例的修訂是提昇人力資本的重要元素，而企業對受傷僱員的態度和關懷、同事間

的支持、公司政策及部門的配合、工傷工友與直屬上司的溝通，都是同樣重要的。

如何推動本港企業關顧工傷個案，提昇人力資本 ?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李女士表示，香港是一個經濟掛帥的地方；在社會責任的前提下，只有大公司才

能夠自行訂立守則，推行適切的重返工作計劃，增加公司的人力資本。而要推動企業關顧工傷個案，需要整

個政策及政府的資源配合，才能達到效果。例如成立中央補償基金、建立支援服務、評估工傷工友的狀況，

從而作出適當的重返工作安排，協助僱員重返適合的工作崗位等。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在過去曾經和一些企業合作，協助及跟進其工傷員工重返工作。而部分企業對工傷員

工重返工作作出標籤或帶有負面的看法，或許是源於過往不成功的經驗，為公司製造不少的麻煩。因此，可

以考慮邀請一些備有經驗的企業提供培訓或分享，建立起整個氣氛，推動本港企業關顧工傷個案。而最重要

者是政策上的配合，立法規定企業及僱主為工傷員工作出適切的安排。

企業及民間團體努力促進人力資本，勞工處或政府部門可擔當甚麼角色 ?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副教授陳根錦博士認為政府應投放資源成立復康資源中心，提供經驗的分享

及指引。由以往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推展到關顧方面，令社區提升生活的質素，讓工傷工友不致成為弱勢社群。

    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吳女士表示，預防工傷意外和職業復康都是同樣重要。她於較早前到廣州旅行

途經一間公司的食肆，內裏的員工每天均獲僱主安排進行一些輕微的伸展運動，建立起員工之間關注職業健

康的文化及氣氛。而香港需要推動標準工時的制度，鼓勵員工於工作場地進行簡單伸展操，於預防工傷意外

產生有效的作用。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李女士認為，縱使修訂現有法例需時及存在不少困難，但這正是各勞工界別及團

體需要一起努力的地方。推動整個社會一起討論，讓大家都關心工傷工友的處境，明白現時條例的落後以及

對工傷工友的影響。隨着今屆立法會的完結，各政黨均努力拉票期望獲得選民的支持。然而，候選人的政綱

卻少有提及工人健康方面的需要。因此，怎樣去影響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去關心這班工傷工友的需要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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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向來都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本港最多人從事的行業之一。近年本港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及地區重建計劃不

斷開展，當中以「樓宇更新大行動」及「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為首的舊樓維修清拆工程項目更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

程的數目大幅增加。但是，如果工程施工時未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及方法，職安健政策及法例未有被確切實行及遵守，

前線建造業工人便因此有機會面對職業健康的危害，導致工傷意外及職業病的出現。

為更有效提升前線建造業工人對肺塵埃沉着病及其他職業健康危害的意識，在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的全力支持

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將協助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於建築地盤和舊式樓宇維修工程進行的重點地區推行廣泛的預防宣傳

教育工作，以深化前線工人對這些危害的認識，從而保障他們的健康。

計劃期限：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目標對象：

•  於小型建造項目地盤工作的前線建造業工人

•  為「樓宇更新大行動」及其他與樓宇維修、拆卸等相關範疇進行工程的建造業工人及承建商

計劃內容：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工地推廣大使」培訓 •  建築工地巡迴展覽

•  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專題講座 •  肺塵埃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病症個案轉介服務

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協辦機構：

預防肺塵埃
沉着病
建造業工地推廣計劃

大企業擁有政策協助員工重回工作崗位但誰來協助小企業員工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過去接觸的小企業員工，受傷後均是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醫療機構接受醫生的診斷及

進行康復治療。而漫長的輪候時間拖慢工傷工友接受適當的治療，從而影響他們重返工作的最佳時機。當工

傷工友有機會嘗試輕工或過渡期的工作安排時，亦因缺乏與治療師溝通的機會，從而減低僱主作出復工安排

的信心。

    在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為受傷的政府員工設立一站式的職康診所，由專科醫生、康復治療師及護士組成

職業醫學團隊提供服務，統籌及協助員工重回工作崗位。若能帶領讓中小企業設立一站式的服務，可協助更

多受傷員工重返工作。對此建議，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吳女士及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李女士均表支持。

李女士並列舉社區復康網絡與醫管局緊密的合作為良好例子，建議醫管局為工傷工友直接提供一站式的康復

服務。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副教授陳根錦博士對成立一站式的康復服務亦表認同。或許小企業一站式康

復服務的運作與大企業有所不同，作為其中一所關注員工職業健康的機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可以嘗試和醫

院管理局合作成立先導計劃，由政府在政策或資源上給予支援，協助推動小企業員工重返工作。

總結：

    人口老化持續、勞動人口下降是現今社會的一個困境。而不合時宜的僱員補償條例及賠償制度亦未能有

效協助受傷員工重回勞動力市場。在今次的「從補償到康復人力資本提升之道」職業健康研討會中，各位講

者及回應嘉賓均認同改變現行制度、修訂法例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但需要作長時間努力才可實現。在目前

的情況，需要透過宣傳教育、經驗交流、各持份者的參與，建立起關顧員工的文化，蘊釀及推動政策以協助

受傷員工重返職場，提高勞動力。

( 資料整理：鄧敏儀、李秀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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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1

香港職業健康大事回顧—

    在上一期中，我們請來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與教）及康復治療科學講座教授  - 陳智軒教授為我

們分享了他對手部工傷的看法，並與我們回顧了過去數宗手部工傷意外事故，他提到可從宣傳立法和提供培

訓着手，希望藉此喚起社會各界對手部工傷的認識及關注，從而採取有效措施以減低手部工傷意外的發生。

    而在今期，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另一位專家，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熊良儉教授為大

家分享他對手部工傷的看法，並且就現時香港對於工傷的政策分享一些見解。熊教授是骨科專科醫生，曾處

理多宗手部受傷的個案，他指出手部工傷不是單為工人帶來肢體上的傷害，也導致其心理創傷甚至產生恐懼。

熊教授憶述：「曾經有一位年青人工作時用手將一個組件推進“啤機”內，一不留神便被“啤機”割去他的

食指和中指」。及後，為盡量減低這位傷者在日後工作的不便，熊教授和其他醫療團隊成員為他進行了移植

手術，將腳趾移植到中指的位置。可是，「病人受傷後已產生了心理障礙，性格變得孤僻，他自己亦不認為

此手術是成功的。」熊教授表示：「相信（他）心理上的影響短期內無法復原」。

手部工傷數字銳減屬假象？ 飲食業及建造業勞損事故遞增

    就着過去多次手部工傷意外的發生，熊教授表示皆源於不同的因素，但他發現大部分意外的成因都是工

人的工作經驗不足或未有集中精神所致，同時亦有很多中年轉業的工人，因為年紀較大，身體狀況對應付新

工作仍未有充分準備，因而增加意外的發生或導致受傷的機會。在過去十多年，本港工業意外和職業傷病的

發生都有所下跌，但熊教授表示：「從（手部工傷）數字上我們可以看到是有下跌、有改善的，但是其中一

個原因只是因為工業北移」。

    從 1970年代起，香港因地價飛漲、勞工短缺、鄰近國家工業化等因素，本地工業開始北移，亦令生產業、

製造業漸漸減少；特別是珠江三角地區因語言文化相近，從 1979 年至 2005 年期間，港商在廣東的投資額已

佔全省外資總額64.7%[1]。在香港的廠房陸續收縮和搬遷，工人分批遣散，加上生產機器的設計亦有所改善，

令本身出現較多手部工傷事故的行業漸漸轉而偏向多在建造業和飲食業中出現。根據勞工處的主要行業工業

意外統計，數據顯示 1995 年的建造業及飲食業，每一千工人計的意外率分別有 232.7 及 68.2  [2]，而此兩

個行業在 2014 年的統計顯示，每一千工人計的意外率雖然已漸漸下降至 22.9 及 41.9，但仍是比例佔據最高

的兩個行業[3]。而熊教授亦特別提到使用電鋸等機器不當而引致的受傷：「(電鋸等機器)會引致傷口不整齊，

一般傷勢比較嚴重；被刀割傷反而容易補救，但電鋸傷很困難，就算（把傷口）接駁好，功能上往往也會有

很大的障礙」。另外他也表示，由於中國人一般習慣使用右手，所以當右手使用手提器具時便很容易導致拿

着材料、與切割位置距離甚近的左手受傷，因此提醒用家除了需使用合符安全規格的用具外，自己亦要根據

指引的使用程序提高警覺，避免意外的發生。除了意外受傷，熊教授認為筋肌勞損的上升趨勢更是不容忽視；

手部勞損的位置甚至延伸至手腕、手臂及肩部。在 2010 年，共有 2,016 名疾病 / 損傷與工作有關的新症病人

到勞工處的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當中 1,775 名 (88.1%) 為筋肌勞損等的肌肉及骨骼疾病，但在 2010 年首三

季卻只有 38 人 (2.1%) 被診斷為患上《僱員補償條例》列明的職業病 [4]。由此可見，雖然勞損亦屬職業病的

一種，但很多職業性的筋肌勞損和傷病仍然未被列為“認受職業病”，只有數種可以得到補償。所以尤其對

員工手部的影響甚大。

從政府着手修訂法例提供指引  推動職安健預防及工傷康復工作

    提到香港勞工界的各種變化，熊教授認為現時資訊發達，大眾更容易了解到自身的健康問題，或多或少

亦會令前線工人對職安健的知識慢慢有所提高，從而對本港整體的職業健康安全  ( 職安健 ) 水平有正面的幫

助。可是在政策方面，香港卻停留在過去的工業年代。香港法例第 509 章《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是為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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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在工作中的安全及健康，可是將近過去二十年仍未曾更新 [5]。就像熊教授說道，「別說前期預防，香港

在判傷以及康復方面的機制也沒有改變，往往都是依靠醫生去作判斷，條例上也沒有一個標準，亦沒有隨着

勞動社會的形式變動而作出調整」，導致受傷工人難以在黃金康復期內克服傷病，並為本港勞動人口的質和

量帶來沉重負擔。因此，熊教授認為政府除了需修訂有關法例外，勞工處亦應該主動與前線工人和專業團體

接觸，按照行業的實際情況提供更適切的指引及標準，而不是只根據現有法例作規管。

「從小」推行職業健康教育  成立法定機構作個案管理助中小企

    僱員是很重要的資產，對於為了令僱員  ( 特別是較易出現手部工傷的行業 ) 提升對職安健的重視程度以

更懂得保護自己，熊教授認為應該從培訓着手。他建議政府除了可參考建造業議會和製造業議會的做法、在

各相關課程中加強學員的職安健意識外，也要強調「從小開始」的重要性，他說：「健康教育科已經在香港

的中學通識科中推行，若像美國一樣從幼稚園及小學的求學階段便開始加入職業健康和傷病預防的內容 [6]，

透過從不同年級便給予學生各類型預防教育和活動設計，有助大眾有更堅實的健康和安全觀念，將來工作時

便會懂得保護自己。」

    至於在職業層面上，熊教授表示坊間也有個別專業機構推廣的活動與這些預防性教育概念有異曲同工之

處，就像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一直推行的「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工健在提供職安健教育的

基礎上，讓前線員工實際參與機構內的職安健改善，透過和管理層一起溝通合作，達到雙贏的發展和結果[7]。

這些都是有效的預防，我認為政府可以在這方面給予這些機構更多支持。」

    另一方面，「做嗰行熟嗰行」，熊教授亦明白到要求各行各業的僱主和僱員都完全懂得自身的職安健預

防措施是有一定困難的，尤其對於中小型企業。因此，他認為勞工界別需要與其他專業界別溝通，並提出了

「個案管理」的概念，令各類型公司企業在日常營運的同時，透過外部專業團隊為它們提供如工作環境危害

評估、職安健預防教育培訓、復康個案管理等服務，「內外兼修」。當然，熊教授亦表示勞工處作為管理勞

工事務的專負政府部門，也要成立一個特定團隊  ( 類似工業貿易署下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 去負責推

動、協調和處理有關事宜，好讓即使沒有像大機構般有較多資金的中小企業也能夠在職安健預防和復康服務

方面得到較「到位」的支援，而不是靠自己去尋求幫助。過程中若有勞工團體或非牟利專業機構的參與和監

察，將能減少不必要的利益衝突，那則不論是醫生和治療師、還是勞工本身都會較容易同意和接受，個案管

理自然便會容易得到成功，並營造出公平、完整而有規律的一體化預防和復康政策。

結語

    最後，熊教授寄語各位僱員要懂得保障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明白預防工傷的重要性，他語重心長地說：

「工人最重要是要懂得做預防 ( 措施 )，不要發生意外，減少受傷和勞損」，所以再次促請政府和僱主應該多

加關注職安健教育及培訓，提高前線工人的預防意識。而即使真的發生了意外，僱員和僱主也必須要互信，

才能建立並維繫着良好的工作關係，特別是工傷的時期。作為創傷學系醫科教授的他表示：「僱主不要覺得

工傷後會很麻煩或者覺得工人再沒有用處，其實工人還有能力的。」他同時鼓勵工傷工人應該以正面的態度

面對工傷，不要被動和消極：「只是去追究別人或追討並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反而應該正面積極去康復，

接受自己的限制，在基礎上再出發。」

( 資料整理：潘苑喬 )

參考資料：

[1] 香港記憶 | Hong Kong Memory. 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ies/industrialization_in_postwar_hong_kong/index_cht.html#

[2]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 2004 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archive/statistics/OSH_Statistics_2004.pdf

[3]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 2014 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OSH_Statistics_2014_TC.pdf

[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基層勞工職業健康調查報告 (2011)

[5] 勞工處勞工法例 http://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B3.htm

[6] National Guidelines, Health and Safety Education http://www.nationalguidelines.org/guideline_print.cfm?chap=2

[7]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普思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計劃」http://www.hkwhc.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8&Itemid=61&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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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專題 2

    香港夏天的平均氣溫有持續上升的趨勢，2015 年夏天便曾錄得自 130 年來新高的戶外最高氣溫攝氏

36.3 度，而過去 5 年在工作期間因中暑引發的死亡個案更涉及最少 9 宗，可見，員工在高溫環境下工作

的職業健康安全問題值得我們關注。隨着近年大量基建項目相繼落實，在高溫環境下工作的人數亦節節

上升，但過往卻甚少有針對機電業從業員的職業健康相關調查和研究。

    為了解機電業從業員對熱疾病及預防措施的認知情況，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 下稱「中心」) 與香港機

電業工會聯合會  ( 下稱「工會」) 合作，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間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的方法進行是項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和聚焦小組訪談結果，向政府及公

眾反映機電業工人的職業健康情況，一方面提高公眾對有關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促請政府因應情況積

極作出改善，全面保障機電業員工的職業健康。

結果討論及建議重點

    是次調查共向 250 位香港機電業工人派發研究問卷，其中成功收回 201 份，回收率達 80.4%。同時，

亦邀請了 7 位機電業工人進行了聚焦小組訪談作更深入了解。綜合了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的結果，以下

是研究報告的討論及建議撮要︰

1. 機電業員工的工作環境溫度高，散熱配套的支援不足

    在是次調查發現，接近六成受訪者過去都曾經試過在高溫環境工作時出現熱暈厥、熱痙攣、熱衰竭

或中暑的癥狀；雖然有約七成受訪者表示僱主有在工作場所設置吹風機，但從個案訪談中得知發現，由

於工作環境本身溫度較高，令吹風機所吹出的都是暖風，對散熱的作用並不大。至於需要在戶外工作、

流動性較大的機電業員工，頻繁的走動不單令他們產生更高體溫，但同時亦難以採用定點式帳篷，導致

他們工作時往往只能單靠安全帽及衣服來盡量遮擋陽光，不能有效地協助員工進一步將體溫降低。

    故此，中心建議僱主採用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所推崇的「員工參

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式 (Participatory Model)」，讓雙方可以在一個如職安健委員會的溝通平台中，

互相提出和交流與工作環境有關的意見和建議，有助管理層在工作制度上建立更針對性的熱疾病預防措

施，減低員工在工作間患上熱疾病的風險。亦建議僱主在工作環境中提供溫濕度計，讓員工得知環境中

的溫度相對較高時能提高警覺，僱主亦應更主動留意員工的情況。同時，在工作編排上加入適應期，避

免員工因一時承受不了而導致不適。同時，中心亦鼓勵政府部門、科研專家和職業健康安全相關機構能

攜手合作，為在戶外工作的前線工人研發一些物料輕便的可攜式器具來遮擋陽光，減低員工中暑的機會。

機電業員工對職業性熱疾病的

認知及預防措施應用狀況

行動研究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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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現有政策支援不足，機電業員工的工作情況得不到合理的保障

    研究調查顯示約七成僱主或未會因環境氣溫過高而主動把員工的工作編排在較清涼的時間進行，令

他們需要在高熱環境下工作。雖然勞工處所發出的指引中有建議僱主應為員工的健康安全着想，在工作

前為工作環境進行《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 下稱「風險評估」)，以及把工作重新編排在日間較涼

的時段進行，但由於相關指引未具法律約束力，個別強調工作進度的僱主和管理層有機會不接納此建議

而仍舊安排員工在較高溫度及濕度的環境下繼續工作。另外，我們亦發現年資較淺的機電業員工也會因

為怕被責備甚至揶揄而不敢向上司反映，寧願冒着風險、長時間在高溫環境下進行體力勞動工作，大大

增加這些新入行員工在工作時患上熱疾病的機會。

    因此，建議政府針對行業的特殊並多變的工作環境情況，檢討現有的無約束力指引和守則，並規定

僱主在安排員工在有機會出現酷熱情況的環境下工作前，必須委派受過相關訓練的合資格人士按照勞工

處《風險評估》的建議來進行評估。另外，亦建議成立特別專項委員會，成員包括勞資雙方及政府代表，

在炎熱季節前後 ( 即 5 月至 9 月期間 ) 為高溫天氣情況有關的熱疾病宣傳策略和方式進行前期安排和後期

跟進檢討，讓業界人士能為同業的職業健康預防措施表達意見，亦讓該些策略更貼近他們所需。

3. 當局對行業高溫工作的職業健康培訓支援不足

    現時有關熱疾病的資訊和評估方法往往只有安全主任和管理層會較為了解，但他們卻未必會告知員工

是否經已進行過評估。另外，政府現時出版的大部分與暑熱有關的宣傳未有提及熱疾病的病癥和緊急處

理的方法，若他們不懂得為自身評估是否患上熱疾病，患上熱疾病時忽視身體發出的癥兆，則有機會令

情況惡化，甚至引致生命危險。而隨着資訊科技的發達，現時政府大部分資訊都會於網上公布，但政府

對網上資訊途徑的推廣並不足夠，機電業員工不懂得如何從互聯網中的大量資訊中選取適合自己的資訊，

結果令相關資訊未能有效地直接傳達給他們。

    中心建議政府及相關的職安健團體在宣傳策略上投放更多資源予小型的機電業承辦商，從宣傳及相

關用具津貼等多角度為他們提供協助。亦建議在培訓課程內容中，加入與熱疾病有關的課題，令知識能

廣泛地普及，以增加行內所有工人辨別及預防熱疾病的方法和處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建議因着前線工

人的喜好和習慣，更多安排面授課程而非單純地派發刊物。以及建議政府加強對該渠道的推廣，讓機電

業員工得悉切身資訊的途徑，從而提高對工作環境暑熱的警覺性，減低患上熱疾病的風險。

結論

    透過是次調查，讓社會對機電業的職業健康情況有着更深入了解。結果將有助有關政策制定者為未

來的職業健康改善政策提供參考，亦相信能藉此讓本港僱主了解到前線員工在整體職業健康持續改善進

程的重要性和扮演角色。

如欲索取《機電業員工對職業性熱疾病的認知及

預防措施應用狀況》行動調查報告，歡迎瀏覽中

心網頁、或致電 2725  3996 與中心職業健康教

育推廣及培訓組職員聯絡。

( 資料整理：李婷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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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線

休息時間 定義及標準

    休息對員工生理及精神健康十分重要，在工作一段

時間後有足夠的休息，對員工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有正面

的影響。有心理學家指出，休息有助員工的大腦為重新

工作做好準備，提升員工的工作表現、減低員工的工作

壓力，從而提升公司的生產力；在生理層面上，休息提

供時間予員工進行伸展，改善血液循環，減低身體受傷

或勞損的機會 [1]。《國際勞工公約》建議每周工時不應

多於 40 小時 [2]，但根據瑞士銀行於 2015 年發表的全

世界工時比較報告結果顯示，香港卻是全世界工時最長

的國家，平均每周工時逾 50 小時 [3]，較發展中國家的

每周平均工時的 42 小時更要高出 19% [4]。另外亦有調

查發現，普遍每天工時多於 10 小時的員工不論在健康、

家人關係、社交、情緒等方面都有負面的影響 [5]。

    要達致員工有足夠的休息從而加強對他們的健康保

障，除了僱員自身要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和時間管理

外，完善的法例制度和政策的實施亦十分重要，而僱主

所提供的人性化工作編排更能進一步讓員工深感重視。

過去也曾有文獻指出，透過法例制度可最有效地為保護

員工權利帶來影響 [6]。那到底香港現時為僱員制定的

休息政策是否已經能有效維持他們的職業健康？僱主又

應該在內部的休息制度上訂立怎麼的標準？在今期，我

們將會為大家剖析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所提出的不同工作休息 ( 包括︰每日

休息時段、每日休息時間、每周休息日、以及年假 ) 的

定義及標準 [7]，以及歸納不同國家、和香港現時訂立有

關僱員的休息政策，予各界為改善僱員安排休息時間時

作一個對照性的參考。

    「每日休息時段 (Workday breaks)」是指在一天的工

作期間裏暫時停下手上工作的短暫休息，例如茶歇、禱

告等都可以視為工作間休息的一種。ILO 指出國際間不

少國家 ( 包括歐盟 ) 的法律及條款都有詳細列明，員工

連續工作超過 6 小時就必須在中途安排不少於 30 分鐘

的午膳，而在每半天工作的中段時間也要安排 10-30 分

鐘的休息。在香港，勞工處於 2000 年出版的《休息時

段指引》( 下稱「指引」) 內裏有提到，鼓勵僱主與僱員

雙方透過協商以訂立適當的休息時間 [8]。此外，指引同

時亦表明，部分體力勞動要求較高的行業 (例如建造業、

飲食業等 ) 應在上下午的工作時間中有額外休息時段。

    若仔細閱讀有關內容，會發現其中有指出本港「有

些行業，例如建造業，因屬體力勞動工作，上下午都設

有短暫休息時間的行規」；但是，過去曾有調查發現，

四成建造業工人在一天的工作時間中除午飯外沒有額外

休息時間，進行該次調查的工會更指出「指引並不是法

律，僱主很多時都不執行」，而且不需承擔法律後果 [9]；

除此之外，亦有飲食業個案反映「連吃飯也要邊炒餸邊

食飯」[10]。可見，不具法律效力的指引，並不能有效

推動僱主主動為僱員訂立明確的休息時間。若說有關安

排因行業背景和工作方式差異而難以「一刀切」地推行，

那為何《僱傭兒童規例》及《僱傭青年 ( 工業 ) 規例》

中卻能清楚地列明，兒童及青年在連續工作五小時後，

便必須分別享有一小時及半小時的休息時間？ [8] 而有

關情況亦不禁令人感到有「厚此薄彼」的「雙重標準」。

    另外，不少國家的僱主都會主動在職安健管理系統

上為員工休息時段訂立劃一的制度，以保護員工的職業

健康。以加拿大、芬蘭及冰島為例，當地公司與員工有

明文協議，員工每天工作內必定會安排兩個小休及午膳

時間，而且員工的所有休息時間均計算在有薪工作時間

內。但是反觀香港，過去不時有團體和媒體揭發出，有

些無良僱主不但沒有為員工安排每日休息時段，更有部

分將他們寶貴的午膳時間及休息日視為無薪 [11]，令他

們為了賺取足夠的薪酬照顧家庭，不得不工作更長時間

作填補，導致身心疲累和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使員

工的職業健康得不到合理的保障。

    至於「每日休息時間 (Daily  rest)」，是指在兩個

工作天之間不多於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ILO 早於 1924

年已發表《利用業餘時間建議書》(Utilisation  of  Spare 

Time Recommendation,  1924  (R21)) 建議僱主為僱員所

安排的每天休息時間，應該要足夠讓員工睡眠作息及進

行閒餘活動 [12]。現時，大部分國家法律訂明每天休息

時間的標準大約為 10 至 12 小時；歐盟更制訂，每天的

休息不可以少於 11 小時。另外，過往有研究顯示，晚

上的休息對身體健康最為有利 [13]，因此瑞典當地法例

不單訂明僱員每天休息時間最少為 11 小時，而且當中

必須包括午夜至早上 5 時的時段，令員工的休息得到最

有利的保障 [14]。

    其實，ILO 對於立法規定不同的工作休息安排有非

常明確而清晰的立場，亦曾表示若果法例明確列明每天

休息時間，則有助避免公司安排員工無限加班的情況。

可是，香港的《僱傭條例》並未有為僱員的每天休息時

間上提供任何的保障，導致員工有機會因長時間超時工

作，令休息時間減少和增加健康問題的出現機會。過

去也曾有本地調查發現，大部分飲食業員工因工作時間

長，導致出現腰頸勞損的情況，更有逾四成受訪者因身

體酸痛或麻痹症狀而為工作帶來直接的影響 [15]。本中

心於 2011 年時所進行的一項調查已曾提到，超過八成

每天需長時間工作的受訪員工指過長的工作時間令他們

出現多種的健康問題；而約七成的受訪者甚至指由於每

日休息時間不足，直接縮減了他們與家人相處時間，因

而與家人產生磨擦，影響與家庭和諧 [16]。

從不同國家到香港僱員的休息時間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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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H  K  C  I  E  G  U

贊助機構：

  隨著近年多個舊樓清拆工程及重建項目不斷開展，其中包括「樓宇更新大行動」、「強制驗樓 / 驗窗計劃」

等，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有所增加。但如果未有按照有關法例採用適當的方法進行工程，舊樓內的含

石棉建築物料有機會因遭受破壞而釋出石棉纖維，對工人及居住於大廈內之居民的身體健康可能構成傷害。

  因著過去兩年在五個重點區的成功經驗，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現再次獲得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贊

助、聯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於港九新界各地區推行一項名為「預防石棉沉着病全港社區推廣計劃」的跨地區大

型職業健康推廣活動，以冀進一步提高社會大眾對石棉危害的警覺性及加強關注石棉的職業健康問題。

  另一方面，因從事樓宇維修及拆卸工程的工人如沒有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也有機會面對上述危害，本中

心亦出版一本針對性預防教育小冊子，其內容除講及石棉對人體的危害和石棉物料在舊樓中較常出現的位置

外，更簡單介紹在工作中面對疑似石棉物料時的正確處理方法，希望工人能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避免因吸入

釋出的石棉纖維，而可能引致患上石棉沉着病或其他相關疾病。

  如欲索取有關小冊子或查詢其他相關活動之詳情，歡迎致電 2725 3996 予本中心職業健康教育推廣及培訓組。

    就每周休息日 (Weekly  rest) 和年假 (Annual  leave) 

方面，ILO 也有提出一些建議，指出員工在每 7 個工作

天內應得到不少於 24 小時的無間斷休息時間，而為單

一公司服務滿一年已經要有不少於兩星期的年假。國際

上甚至有部分國家的法例條文訂明，由星期六晚上 9 時

到星期一早上 6 時為員工的法定休息時段，員工可以在

該時段內完全地放下公司事務，與家人和朋友一同享受

公餘時間 [17]；而《帶酬休假公約》( 第 132 號公約 ) 

亦規定僱員為公司服務一年應享有 3 星期的有薪年假

[18]。但是，香港僱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首兩年只可

在每年得到 7 日有薪年假，而受僱滿 9 年才可按法例規

定享有最少 14 日的有薪年假 [19]，與前述的國際標準

實在差距甚遠。

    從上述的資料和比較中可見，香港在安排僱員休息

時間的制度上都仍有調整空間。但其實，這些國家的人

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與香港不相伯仲 [20, 

21,  22,  23,  24]，反映即使增加員工的休息時間，不單

不會降低公司的生產力，相反，員工有足夠的休息，更

有助提升工作效率，為生產力帶來直接的正面影響。「休

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藉此，我們希望透過今期的內

容，重新喚起僱員、公司僱主、甚至香港政府對僱員的

休息時間的關注。若政府能夠在法律層面上制定更完善

的保障僱員的休息政策，僱主在公司為僱員訂立系統化

的休息制度，一定會對僱員的職業健康和社會的整體長

遠發展有正面幫助。

( 資料整理︰李婷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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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健動態

    香港公益金在過去四十多年來積極慷慨幫助社會各界，不遺餘力；而香港工人

健康中心在得到公益金一直以來的支持下，亦得以為社會上的前線員工提供適切的

職業健康預防教育和復康管理服務。

    今年，我們很高興能再度獲得公益金的支持，批出「設施資助計劃」撥款用以

更換辦公室電腦屏幕及進行窗戶維修，讓中心職員能夠在更方便舒適的工作環境和

配套下繼續為社會各行業的前線員工服務，為此我們對公益金深表謝意。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 下稱「中心」) 於 2016

年 7 月 23 日在香港城景國際酒店舉辦第三十一

屆周年大會，當天亦有幸邀請到不同勞工組織

代表出席周年大會及其後舉辦的職業健康研討

會—「從補償到康復人力資本提升之道」，分

享對僱員補償及康復政策的意見。在此，本中心

再一次感謝上述嘉賓講者及所有參加者在百忙中

抽出寶貴時間來臨。

    中心在過去三十多年間，除了致力為工傷工友提供社

交心理介入及重返工作支援服務外，同時亦透過政策倡議的過

程，提出可行的建議予政府部門及行業參考，在政策及經營文化上作出調整，讓工友在受傷後

能得到殷切的支持和補償。在未來，我們除了會繼續透過康復支援幫助更多工傷工友重返工作

外，亦會同時把更多的預防理念以不同形式分享予大眾，以減少他們受到傷害的機會，保障不

同員工的職業健康。

( 資料整理︰李婷儀 )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第三十一屆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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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
宗旨： 預防、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促進在職人士的健康

服務對象： 任何懷疑患上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的在職人士

預約就診： 請致電或親臨職業健康診所，無需醫生轉介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

新界粉嶺璧峰路 2 號

粉嶺健康中心 7 樓

( 港鐵粉嶺站 A1 或 C 出口 )

電話 ( 預約 ): 3543 5701

觀塘職業健康診所

九龍觀塘協和街 60 號

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大樓地下

( 港鐵觀塘站 A1 出口 )

電話 ( 預約 ): 2343 7133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收費： 新症收費 $100，覆診收費 $60

每一種藥物收費 $10

日期 新聞 報章名稱

1/6 調查：58% 機電從業員曾中暑 東方

1/6 工會：5 年中暑工傷 90 宗 明報

17/6 國泰貨運站拖拉機「噬」工人 東方

23/6 貨車司機收尾板夾爆頭同類奪命意外 4 年第四宗 明報

23/6 飛墮七層樓冷氣工骨折 東方

1/7 葵涌貨櫃碼頭技工觸電身亡 東方

2/7 職業傷亡升工團促關注 東方

6/7 女工手夾攪拌機兩句鐘 明報

6/7 跣腳墮樓紮鐵工遭鋼筋插腰 東方

12/7 沙中線地盤雜工墮海亡另一人臨收工暈倒命危 明報

23/7 房會地盤意外去年飈系九成 明報

8/8 沙中線紮鐵管工疑中暑猝死 明報

11/8 發展局削地盤安全獎勵要錢唔要命 東方

18/8 躉船墮貨壓死印籍員工 東方

25/8 地盤工墮風槽困句半鐘 東方

29/8 技工入境事務大樓觸電命危 東方

1/9 工人入境大樓觸電亡家屬：疑昏迷半小時始報警 明報

3/9 沙中線地盤吊索鏈擊傷男工 東方

8/9 未拉手掣小巴溜前技工修車慘遭夾斃 明報

9/9 貨車猛撼滑行客機引擎車頂削開工程師被困 明報

13/9 工人控訴僱主瞞報工傷逼離職工傷權益會：冰山一角 明報

13/9 回收店工人四隻手指幾被鍘斷 東方

22/9 換煤氣表搶火兩技工手臉燒傷 明報

2016 年 6 月至 9 月職安剪報




